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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羊羊》不再一枝独秀《 巴啦啦》首映一片欢笑
———如何共同做强国内动漫电影市场引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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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欣薇《 喜羊羊
与灰太狼之喜气洋洋过蛇年》（ 下称

《 喜羊羊5》）自1月24日上映至今票
房接近8000万，破亿并非难题，但与
第四部首周末7300万的票房相比，成
绩并不尽如人意，出现了该系列登上
大银幕以来的第一次票房回落。

昨日，《 喜羊羊5》 的最大对手
《 巴 啦 啦 小 魔 仙 》（ 下 称《 巴 啦

啦》）正式上映，并在上海大光明电
影院举行首映礼，现场的千人大厅
座无虚席，小朋友们反映热烈，欢笑
不断。就全国排片来看，《 巴啦啦》
与《 喜羊羊5》的差距也在1%内。

在曾经的观影人群逐渐长大，
多个动漫品牌争夺新一代观众的当
下，进入第五个年头的领头“ 羊”也
需考虑转型。

《 喜羊羊》系列票房首次回落
《 喜羊羊5》24日上映至今，票

房近8000万，至今仍在以每日500万
的速度递增。这样的成绩对一部动
画片来说已然不错，但对于《 喜羊

羊》系列这个金字招牌来说，目标绝
对不仅仅是过亿。相比去年的第4
集，《 喜羊羊5》 的首日和首周票房
均出现下滑，这也是该系列首次遭
遇票房滑落。

当然，做大国内动漫电影市场，
《 喜羊羊》 功不可没，《 动漫周刊》

出版人钟路明感叹：“ 试问，改革开
放30年来，国产动画电影市场化5年
来，还有哪些国产动画片能够开画
日收过千万的？能够开画首周末3天
劲收5000万的？”不过，曾经缔造的
动画传奇也并非不灭神话，虽然暂
时不愁票房，但如果不思进取，《 喜
羊羊》早晚会坏了招牌。

业内人士分析，《 喜羊羊》这次
票房回落的主要原因还是品牌透支
和创作没有进步，“‘ 喜羊羊’ 这次
没跟上观众成长的步伐，系列电影
已经上映到第五部，曾经的观影人
群已逐渐长大，而新一代的孩子视
野更广泛，选择更多。故事简单、缺
乏创意、说教成分多的动画片基本
满足不了他们的观影需求。”

钟路明认为，票房失利的主要原
因是：动画国产片首次进入真正的大
片PK时代，“《 喜羊羊5》正遭到从正
面到侧面、前后左右的围猎。”

《 巴啦啦小魔仙》遍地开花
作为《 喜羊羊5》的最大对手，

《 巴啦啦》昨日正式上映。在《 喜羊
羊》 一枝独秀的五年里，《 巴啦啦》
已凭借电视片、动画片、舞台剧、衍
生玩具销售等积聚超强人气，品牌
图书、衍生玩具商品品种近500种，

累积销售额接近5亿元；在视频点播
网站的点播量几乎与“ 喜羊羊”持
平，其电视收视率甚至更高些。

与包括《 喜羊羊5》在内的多部
动画片争抢寒假市场，出品方奥飞
动漫副总裁李凯昨日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 受众方面，《 巴啦啦》主
要针对幼儿园孩子，且在4-8岁阶段
男女通吃，8岁以上女孩居多。故事
方面，《 巴啦啦》主打魔法类真人动
画，做到了与其他动画电影的差异
化竞争。”

在营销、发行方面，《 巴啦啦》则
充分利用了奥飞的全产业链的优势，
既有十余家全国一线少儿频道组成
的联盟，也有奥飞20年动漫玩具商家
累积的市场网点，这些手段都紧密契
合“ 巴啦啦”品牌，改变了很多院线
和影城之前对影片的悲观预期。

在谈到与《 喜羊羊》的竞争时，
李凯表示：“《 巴啦啦》与《 喜羊羊》
并不是对头，更重要的是培养观众
的观影习惯，一起做大、做强国产动
画电影市场这张饼。”

本报讯 记者 杨欣薇 由汤姆·
汉克斯、哈莉·贝瑞、雨果·维文、周
迅等14位明星主演的话题电影《 云
图》昨日正式上映。据不完全统计，
上映首日，《 云图》就以24.76%的排
片超越《 007：大破天幕杀机》的
22.83%，成为排片最多的影片。不过
至记者截稿前，《 云图》的上座率一
般，表现不温不火。口碑方面，虽然

《 云图》有赞有弹，但14位明星演65
个角色的神奇“ 变脸术”可是人见
人夸，“ 辨脸”也成为《 云图》上映
后观众最感兴趣的话题。

《 云图》以碎片式的剪辑讲述
了穿越6个时空的6个看似毫不相关
的故事，充分彰显导演们堪称天才
的剪辑技巧。不过，这样的突破并不
是每一位观众都能接受，昨日就有

观众观影后感叹，“ 哎，我承认我智
商低，我一点儿也没有看懂。”

与搞脑筋的“ 碎片拼图”相比，
观众显然更喜欢“ 猜星星”的游戏。
记者昨日与普通观众一同坐在影院
内，就听到周围不断有观众“ 旁白”：

“ 这男人是周迅”“ 这女人是本·威
士肖”“ 这老头是休·格兰特”⋯⋯

然而，即使观众再火眼金睛，不

到电影最后演员表和所扮演的造型
出现，都很难认出哈莉·贝瑞扮演的
男医生、裴斗娜扮演的墨西哥妇女
等跨年龄、性别甚至种族的高难度

“ 易容术”。一时间，《 云图》的完整
版演员表在网上炙手可热，观众不
由感叹：“ 这强大的化妆术，给跪
了！”并称《 云图》为“ 神级《 百变大
咖秀》”。

《 云图》首映“ 猜星星”走红

大腕变脸 观众辨脸

本报讯 记者 杨汶 由《 敢死队
2》 导演西蒙·韦斯特执导，尼古拉
斯·凯奇领衔主演的动作影片《 劫案
迷云》 日前确定将于3月1日登陆内
地院线。届时内地的“ 凯奇迷”将再
次见识凯奇在大银幕上一展身手，
演绎一段生死倒计时的夺命记。

由西蒙·韦斯特执导的动作影
片《 劫案迷云》在影片风格上集合
了动作、惊悚等多类型元素，并邀请
了《 空中监狱》的老搭档尼古拉斯·
凯奇担当主角。

回归现实动作题材的凯奇也不

负众望，影片不仅展现了其擅长的
“ 高智商天才犯罪”表演，同时也大

展身手，飞车、搏击、跳水戏份一个
不落。该片在北美上映之初，就有影
迷感慨“ 凯奇终于回到大家最熟悉
的高智商铁血硬汉状态”。

据悉，电影《 劫案迷云》讲述的
是尼古拉斯·凯奇饰演的“ 银行克
星”蒙哥马利在短短的12小时里拯
救自己女儿的故事。故事情节紧
凑，剧组特地前往美国青年人憧憬
的纽奥良嘉年华会取景拍摄，导演
组织上千辆出租车增加凯奇寻女难

度系数。
而新片《 劫案迷云》也是导演

西蒙·韦斯特继《 空中监狱》后相隔
十五年与尼古拉斯·凯奇的二度合
作，这部影片当年全球热卖2.2亿美
元，该片不单单将凯奇的硬汉形象
再度延伸，同时也将影片的惊险刺
激传达得淋漓尽致。

而影片片方也透露，凯奇有望
来内地参加影片的首映活动。他和
中国的缘分还不止于此，他正在拍
摄的电影《 最后的战争》预计还会
来中国内地取景。

《 劫案迷云》3月1日登陆内地
尼古拉斯·凯奇化身铁血硬汉与时间较量

吉姆·斯特吉斯

●据不完全数据统计，1月31日
《 喜羊羊5》的排片为11.68%，而《 巴

啦啦》 已达到11%，几乎与《 喜羊
羊》平起平坐。

●2012年，《 喜羊羊4》首日、首
周票房分别是1900万和7300万，而

《 喜羊羊5》的成绩为1500万和6000
万，是该系列首次遭遇票房滑落。

数说

东方市民音乐会
公布晚场版节目

本报讯 记者 杨汶 记者近日获
悉，东方市民音乐会2013年节目单将
于春节后整体推出，去年起推出的

“ 特别场”今年更名为“ 晚场版”。从
5月的第一场音乐会正式拉开帷幕，
持续至12月。

2013年的晚间版将于5月5日上
演的晚场版首场音乐会将由克劳迪
奥·西蒙执棒意大利室内乐团威尼斯
独奏家乐团带来。

6月将有当代小提琴鬼才吉顿·
克莱默联手中国钢琴家陈萨带来的
钢琴三重奏音乐会。除来自弗兰克与
舒伯特的《 钢琴三重奏》外，当代作
曲家吉雅·坎切利的《 哭泣之后》也
将登上舞台，由大提琴家吉德·德瓦
瑙斯凯特演奏。

来自美国的四支 青 春 弦 舞 乐
团———伊利诺伊州“ 急速”弦乐团、
威斯康星州“ 灵动金弦” 弦乐团与

“ 琴弦之声”乐团，以及得克萨斯州
“ 革命琴弦” 弦乐团将于6月底为观

众献上“ 百人弦舞秀”。此外，奥地利
莫扎特弦乐四重奏、美国TCU室内
乐团等也将陆续登台。

交响乐方面，荷兰交响乐团将借
市民音乐会舞台首次来沪。作为荷兰
古典音乐艺术的传播主力，它被称为

“ 极具荷兰音色的交响乐团”。此外，
今年的晚场版音乐会将有乌克兰天
使合唱团、奥地利萨尔茨堡民歌合唱
团等登台表演。

东方广播迎新春
120小时送温暖

本报讯 记者 闵慧 在即将到来
的2013蛇年春节长假里，上海东方广
播有限公司旗下七套频率将根据自
身定位，制作推出共计80小时直播互
动节目及120小时春节特别节目，与
听众一起欢乐过新年，争取收听市场
开门红。

同时，传递公益正能量的“ 爱·
温暖” 系列公益广播宣传片也将在
全频率播出，通过声音的记录温暖
迎新。

“ 爱·温暖———2013冬日公益
季” 系列宣传片是东方广播继“ 上
海，因你精彩” 百集城市公益系列
后，举公司全力推出的又一系列公益
广播宣传片。

该系列宣传片包含70条宣传片，
聚焦社会公共事业服务人员，扶贫帮
幼的社工，癌症俱乐部会长等。七频
率共抽调近百人的制作采编组深入
基层倾听并记录，用声音记录下这温
馨感人的点滴，用爱温暖冬日。春节
期间，东方广播旗下七套频率将会完
整播出这70支音频。

炫动新年发力
推动本土动漫

本报讯 记者 林艳雯 前日，本
土动漫炫动传播与百视通新媒体结
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就动漫内
容的新媒体分发、OTT业务的动漫
化应用、动漫电子商务等领域的合作
达成共识，利用多屏互动推动中国动
漫新媒体产业的快速发展。这是本土
新媒体与本土动漫市场两大处于高
速发展期的文化传媒类企业之间的
首次战略级合作。凯奇上演生死惊魂记。

本·威士肖

休·格兰特哈莉·贝瑞


